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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围城已经成为世界难题。我

国目前生活垃圾年产量1.8亿吨。世界

银行报告最新预测，全球垃圾量2030

年将达到25.9亿吨，2050年将达到34

亿吨。

解决之道在哪里？与逐渐得到关

注的垃圾分类相比，后端的处理环节

并不为人们熟知。在4月12日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长刘李峰表示，截

至2019年年底，46个重点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覆盖率已接近

70%。

如今，垃圾发电方式正在成为主

流。

4月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电

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发电项目不纳入电

力业务许可管理范围，其中包括项目

装机容量6兆瓦（不含）以下的生物质

能（含垃圾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简化

发电企业许可申请。4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这无疑给垃圾

发电产业发展带来利好。

焚烧发电渐成主流
从全产业来看，垃圾的处置方式

包括很多种。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披

露，2016年，全球有33%的垃圾未加

处理被露天倾倒，26%的垃圾不分类

被填埋掉，7.7%的垃圾填埋制沼气，

11%的垃圾被焚烧，5.5%的垃圾堆肥

处置，13.6%的垃圾进行了资源化回

收。

从后端处理方式来看，我国城镇

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是卫生填埋和焚烧

两种。卫生填埋是指利用自然降解原

理进行的垃圾处理方式，其优点在于

技术成熟、成本低、对垃圾要求不

高，缺点是占地面积较大，且存在发

生渗漏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垃圾发

电是指将垃圾置于高温环境中用于供

热及发电的技术，其优点是能效高、

对环境影响小、占地面积小，缺点是

快速发展的垃圾发电产业可能在2021年进入平稳发展期，未来将

步入运营为王的专业化时代。

垃圾发电 ：蓝海还是红海？
文/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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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投资大、技术要求较高。

早前，对垃圾发电持反对意见的

主要焦点在于，中低温垃圾发电技

术产生有害物质二噁英——一种强

致癌物。研究表明，当烟气温度在

220℃~400℃时，最易产生二噁英，

当温度高于800℃时，极短时间内即可

使烟气中的二噁英分解。目前，已经

出现了一些新技术，比如离子气化处

理，其温度高达数千摄氏度，可以使

有机物迅速气化转变成合成燃气用于

发电、供热等，能有效解决二噁英污

染以及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只不过，

新技术没有老技术稳定，推广仍需时

间。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垃圾发电

占比逐渐上升。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

据显示，我国无害化垃圾处理量增

速较快，其中，卫生填埋处理量占

比由2011年的77%下降至2018年的

48.7%，焚烧处理量占比由2011年的

20%提升至2018年的45%。

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垃圾

焚烧产能将超过填埋产能，无害化处

理比例提升至54%。2019年，我国垃

圾焚烧产能占比或将超过填埋处理，

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

垃圾发电产能将超过填埋产

能，无害化处理比例提升至

54%。

重庆市环卫集团黑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垃圾
发电车间，工作人员在检查仪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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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第一大垃圾末端处置方式。

有专业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垃圾

处理方式存在比例失调的问题，没有

考虑有效的梯级利用，依赖焚烧和填

埋的比例过高，不符合废弃物管理原

则。考虑到中国的湿垃圾较多，从环

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来看，更好的方向

是有氧堆肥、厌氧发酵等资源化利用

处理方法。

实 际 上 ， 即 使 是 走 在 前 列 的 上

海，垃圾分类管理推行半年之后的数

据显示，相关的后续处理举措也是不

配套的。

提出固废处理“五步走”技术思

路的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益认为，相对填埋，焚烧的比例

会越来越高。他的思路是：临时堆放

分散化——集中填埋有序化——卫生

填埋无害化——焚烧发电能源化——

分类处理资源化。

对于环保人士而言，一个好消息

是，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活垃圾

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

正式启动实施，垃圾发电厂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联网，将向社会公开5项常

规污染物排放数据。

补贴不能承受之重
在环保之外，补贴也是影响垃圾

发电产业的关键因素。

4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关于有序

推进新增垃圾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结束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显示，2020年

1月20日后并网发电的垃圾发电（含沼

气发电）项目为新增项目，之前为存

量项目。对于新项目，通过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继续予以支持。存量项目

另行管理。

这一政策引发业界广泛关注。对

于垃圾发电企业而言，垃圾处理费补

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

源。

2009年，垃圾发电项目同风电、

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一同被列入

可再生发展能源基金补贴的对象。此

后，我国将生活垃圾发电列入《国家

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根据

2012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完善垃圾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每

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

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

价每千瓦时0.65元（含税）；其余上

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

2016~2019年前二十大垃圾焚烧企业新增订单集中度

数据来源：E20，中国政府采购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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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项目超125个，新增垃圾处理产能超

13万吨/日，中标垃圾处理费用平均单

价为71元/吨，总投资超6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源于供给量持续

上升、发电比例不断提高、环保政策

压力逐渐加大等因素，垃圾发电行业

仍处于上升期。为赶在潜在的电价补

贴取消前并网和完成“十三五”规

划，2020年垃圾发电项目抢装带来的

投资机会值得关注。华泰证券预计，

综合考虑工程、设备以及运营市场，

“十三五”期间垃圾发电总市场规模

将达到 3236亿元。

目前垃圾发电行业的上市企业主

要包括三类：一是国有企业，如光大

国际、中国环境保护集团、康恒环

境、绿色动力、深圳能源、北京控

股、重庆三峰、上海环境、广州环

保、瀚蓝环境等；二是民营企业，如

锦江环境、粤丰环保、旺能环境、伟

明环保、中国天楹等；三是外资企

业，如威立雅中国等。

华泰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9年

年底，主要30家环保企业产能近100

万吨/日，远超“十三五”末59万吨/

日的目标，接近“十四五”末的产能

预测。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但疫情对垃圾发电行业造成的负面影

响短期内可控，且长期看好垃圾发电

行业发展。

原因在于，疫情发生后，国家迅

速出台应急处置政策，要求垃圾发电

网电价。

目前，全国有400余家生活垃圾发

电厂。据生活垃圾发电信息平台、电

厂联盟网所列示的全国生活垃圾发电

项目的统计，2006年以来新投运项目

单体规模平均值处于700~1100吨/日

之间。

据光大证券估算，2020年垃圾发

电行业将有13万~15万吨/日的新增并

网规模，若按300天运行时间，国补

0.15元/吨测算，需要的补贴规模至少

约16亿元，较难实现收支平衡，实际

分配给垃圾发电新增项目的规模大概

率低于10亿元。根据生物质能产业促

进会测算数据，2015~2017年生物质

发电（含垃圾发电）补贴缺口分别为

28亿、33亿、72亿，预计2019年补贴

缺口已逾百亿。

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逐渐退坡的大

趋势下，垃圾发电标杆电价也存在向

燃煤发电机组标杆电价靠拢的可能。

上述《征求意见稿》则表明，对

新增项目，会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通

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继续予以支

持，同时也会对违规掺烧、违规排

放、厂用电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进一

步加强新增项目监管，并明确核查结

果将作为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

峰值或在2021年
近期看来，垃圾发电产业的前景

仍然乐观。

安信证券的研究显示，根据不完

全统计，2019年全国新增中标垃圾发

处理企业在疫情期间积极提高应急处

置水平，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因此，

尽管疫情对垃圾发电企业一季度收入

和利润指标造成直接负面影响，但垃

圾发电行业盈利模式本身并未受到疫

情冲击，也没有产生变化。

当 然 ， 也 要 注 意 到 ， 垃 圾 发 电

行业不是一个市场空间无限增长的

行业，长期看可能会步入平稳发展

期 ， 也 会 从 蓝 海 变 成 红 海 。 对 于

“十四五”的产业发展，张益的预判

是同“十三五”大体相近，有可能下

降，但幅度有限。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来自电价走向和垃圾分类，分类分流

了垃圾处理的量，补贴额度的变化将

会对行业收益造成冲击。

未来，垃圾发电行业何时会迎来

平稳发展期?从已经发布的这些专项规

划来看，答案似乎是在2021年前后：

2018~2020年我国规划垃圾发电设施

272座，垃圾发电处理能力24.849万吨

/日，而2021~2030年规划垃圾发电设

施191座，垃圾发电处理能力15.175万

吨/日。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内垃圾发

电行业步入平稳发展阶段，运营为王

的专业化时代也将到来。项目并购或

将盛行。华泰证券认为，2020 年后，

随着增量项目数量萎缩，行业标准提

升（环保等成本增加）以及潜在的补

贴调整，行业并购整合力度将会加

大。仅仅从粤丰环保、瀚蓝环境、绿

色动力等6家垃圾发电上市公司来看，

“十三五”期间共发生30起收购。




